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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瓶装水市场需求随之高

速增长。据数据统计：我国瓶装水消费量由2002年858.8万吨高速增长至

2016年的4536.6万吨，销售规模由234亿元跃至1600多亿元，年均复合增长

率达到14.8%，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以上，预计2018年销售规模突破19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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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业相关概述
  



行业定义及分类

瓶装水是包装于瓶子内的饮用水，用于个人使用和零售。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的规定，“瓶装水”是指专供人饮用的水，这种水不添加任何碳酸成份或调味剂，并且必须用

消毒后的食品容器包装起来。目前国内瓶装水主要有四类产品：天然矿泉水、纯净水、天然水

和矿物质水。 国内瓶装水的主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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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矿
泉水

纯净水

天然水

矿物质
水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行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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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 年代中期，国内第一
家矿泉水生产商始建于1930 年
的青岛崂 山，当时生产规模较
小、大部分产品出口外销。

1982 年国家将饮料列为计划管
理产品，瓶装水也位列其中，
标志着我国瓶装水工业的发展

步入起步阶段。

　起步发展期
   （上世纪70年代中期）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外资整合期

   （9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期，以娃哈哈、乐百氏为
代表的各大企业纷纷推出纯净水、
蒸馏水等一系列瓶装水，行业得到
迅速发展。我国巨大的瓶装水市场
吸引了世界瓶装水巨头加入：雀巢
在广东、福建、江苏、天津和西北
地区先后建立5 个矿泉水厂。

　内资崛起期

   （21世纪初期）

2000 年，农夫山泉掀起一场“天然水”大
战，2006 年，康师傅 利用捆绑销售模式迅
速打入水市场，并在水瓶重量、包装材质
等方面大幅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以低价
格急速扩张。2007 年，区域龙头怡宝宣布
正式进军全国市场，依靠华润集团 自有渠
道优势完成华南、西南和华北的全面覆盖。
自此行业形成以农夫山泉、康师傅、娃 哈
哈、怡宝等企业的寡头垄断格局。 　高端水发力期

（2007年至今）

近年来，以“5100 西藏冰川”、“昆仑山”
为代表的高端水迅速崛起。普通瓶装水定价
为 1-3 元之间，平均利润率仅为3.85%，而
高端瓶装水依靠高价销售使得利润率达到普
通水的6-7倍，各大企业也因此纷纷入局：
2015 年恒大集团宣布进军水行业，推出恒
大冰泉；同年农夫山泉推出售价45元的高端
瓶装水；2017 年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等相
继上线Valser 和 Lifewater 等高端水品牌，高
端水市场成为瓶装水行业新的战场。



行业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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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的产业链较短，从上至下分别

是原材料、生产加工和渠道及物流端。原

材料包括原水、过滤器、软化器以及包装

瓶原材料PET、PVC和PE树脂等。生产加工

环节包括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的生产、

过滤、消毒、二次加工、包装瓶的吹塑拉

伸和灌装等加工流程。产业链下游主要由

线下、线上等销售渠道环节构成，其主要

的销售渠道为便利店、商超等。

瓶装水行业产业链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02 国内市场现状



瓶装水制造行业收入及净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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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瓶装水行业是我国软饮料

行业收入规模最大的子行业之一，约

占我国软饮料行业收入的20%，年产量

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子行业。

据数据统计，2017年我国瓶（灌）

装水制造行业销售收入近1500亿元，

净利润突破160亿元。据预测，2020年

我国瓶（灌）装水制造行业销售收入

接近2000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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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瓶装水零售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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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

这一特点决定了消费者对瓶装水的

消费是必须的，这为瓶装水市场的

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

据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瓶

装水行业零售量保持着10%以上的增

速增长。具体来看，2017年我国瓶

装水市场零售量突破亿吨大关，同

比增长约10.95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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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瓶装水零售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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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瓶装水行业市场零售额成稳步增长。2016年零售额突破1500亿元大关，近

五年，中国瓶装水零售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1.1%。预计2018年中国瓶装水行业市场零售额

将突破1900亿元。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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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瓶装水人均消费量远不及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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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瓶装水人均消费情况来看，

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瓶装水消费量相对

较高。其主要原因为瓶装水的便利性更

适应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快节奏的生活方

式，同时，发达国家的零售网络较为发

达，便利店或自动售货机等零售终端遍

布也使得瓶装水随处可得。

2016年中国瓶装水的人均消费量

仅有64.2升/人，不足全球平均值的一

半。 因此，中国瓶装水市场前景十分

广阔。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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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行业竞争格局



瓶装水主要品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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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瓶装水行业根据定位差异分为四个

梯队：第一梯队是进口和国产的高端天然矿泉

水，售价基本在5元/500ml以上，主要包括依

云、巴黎水、西藏5100、昆仑山等品牌，这一

梯队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第二梯

队是大众天然矿泉水品牌，典型的代表是景田

百岁山，这一梯队的产品多定位于3-5元。第

三梯队是纯净水和其他饮用水中相对高端的产

品，目前，怡宝和农夫山泉这两个品牌在国内

市场份额最高。第四梯队则是2010年之前的主

流产品，主要是康师傅、娃哈哈等主打矿物质

水的品牌。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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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瓶装水行业的主要品牌的定位



瓶装水六大巨头市占率近八成

PAGE  15

在国内的瓶装水市场上：怡宝、农夫山泉、康

师傅、百岁山、娃哈哈、冰露等六大品牌占据了近

八成的市场份额，而这几大品牌市场份额之争从未

停止过。

2017年3月，市场格局在进一步变化。据数据

显示，瓶装水六巨头依次为农夫山泉、华润怡宝、

康师傅、百岁山、娃哈哈、冰露。农夫山泉、华润

怡宝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两者市场份额之差仅为2

个百分点。康师傅、百岁山紧随其后，分别为12.2%、

9.2%。据去年数据显示，2016年仍然是农夫山泉霸

占榜首，华润怡宝则从去年的第四跃至第二。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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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润率推动高端水市场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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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能力

不断提升以及高端水高利润率的吸引，众

多国产高端水企业开始跑马圈地，瓶装水

的市场竞争正在聚焦面向高端水市场。而

产品质量、品牌文化，水源甚至颜值都成

为决定品牌胜负的关键。

国内的高端水品牌昆仑山在2009年上

市后爆发式增长，销量从3.6百万升猛增至

214百万升，CAGR高达79%，大众消费者对

高端产品的消费能力得已充分体现。在大

众消费升级的推动下高端瓶装水迎来快速

增长。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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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高端瓶装水企业上市情况一览



企业纷纷布局家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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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瓶装水企业纷纷布局家庭用水，新一轮水

市场混战一触即发，农夫、娃哈哈、百岁山先后推出家

庭新装上市。就在2018新年伊始,康师傅就率先展开了

对家庭装用水市场的布局,推出的1.5L六人家庭装。此

外, 在国际享有盛名的“百岁山”也推出了14.8L的一

次性的大包装饮用水;而农夫山泉更是在2017年初记忆

一款15L桶装水新品回归了市场,满足日常家庭饮水机饮

用水的需求。

除了我国知名品牌农夫山泉、娃哈哈、怡宝以及

百岁山之外，可口可乐企业下水品牌”纯悦“也开始了

对瓶装水市场的布局,推出了4.5L家庭装。各瓶装水品

牌纷纷加入到家庭用水争夺战中。

资料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产品 价格（元/桶）

农夫山泉4L 6.98

农夫山泉5L 8.98

怡宝4.5L 7.48

哇哈哈4.5L 9.00

知名品牌瓶装水价格情况



04 核心品牌分析



1.农夫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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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原名“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

司“，其总部位于浙江杭州，成立于1996年9月26日。

该公司是中国大陆一家饮用水生产企业，拥有浙江千

岛湖、吉林长白山、陕西太白山、四川峨眉山等八大

优质水源基地。自1996年成立以来，农夫山泉生产和

经营饮用水、果蔬汁饮料、功能饮料、茶饮料等4大系

列几十种产品。

农夫山泉的崛起，可以说是始于“农夫山泉有点

甜”的广告，“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声音飞越千山万

水，传遍大江南北，品牌知名度迅速打响。农夫山泉

连续两年在水饮品牌市占率位列第一，同时在今年的

618水饮品牌销售中遥遥领先，同样霸占水饮市场第一。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农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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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饮料20强之一，同时也是位列中国500强企业之一。2017年，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5亿元，较上年150亿元增长8.3%。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2.华润怡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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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隶

属华润集团属下香港公司华润创业有

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饮料企业之一，

在国内率先推出纯净水且最早专业化

生产包装饮用水，是瓶装饮用水国家

标准的起草制定企业之一。公司主营

“怡宝”牌系列饮用纯净水，并将陆

续推出其他品类饮料。其中，“怡宝”

牌纯净水被认定为中国名牌产品，

“怡宝”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以及

最具市场竞争力品牌。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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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7年3月水饮市场数据显示，

农夫山泉、华润怡宝分别位居第一、

第二，两者市场份额之差仅为2个百分

点。

数据显示，2016年华润怡宝取得

双位数增长，营业额达到120亿元，其

中饮用水业务占比在八成以上，饮料

业务不足两成。据了解，2017年华润

怡宝整体销售将超过130亿元，其中怡

宝饮用水占比达80%。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3.康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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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

要在中国从事生产和销售方便面、饮品及方

便食品。康师傅集团于1992 年开始生产方

便面，并自1996 年起扩大业务至方便食品

及饮品；2012 年3 月，本集团进一步拓展

饮料业务范围，完成与PepsiCo 中国饮料业

务之战略联盟，开始独家负责制造、灌装、

包装、销售及分销PepsiCo 于中国的非酒精

饮料。目前本集团的三大品项产品，皆已在

中国食品市场占有显著的市场地位。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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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饮料行业整体增长平稳，销量同比增长3.4%，销额同比增

长5.0%。而康师傅2018年第一季度水饮产品整体收益为83.51亿，同比上升4.62%，低于行业平均增

速。

2018年第一季度康师傅饮品业务即饮茶（包含奶茶）销量市占48.3%，继续稳居市场首位，同

比上涨6.04%；康师傅水类销额第二，同比下降21.4%。据悉，在包装水方面为了积极应对消费升级，

康师傅在第一季度对包装饮用水开展产品升级，并上市了高端产品天然矿泉水。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康师

2018年一季度康师傅水饮产品销售收入



4.景田百岁山

PAGE  25

百岁山是深圳市景田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旗

下的一款水产品。景田实业集团始建于1992年，

是中国瓶（桶）装水生产企业之一。包括北京景

田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在内的八家分公司、二十八

条现代化生产线、2300余在册员工--共同组成了

年营业额3.1亿元、利税2200万元、总资产近4亿

元的景田实业集团（集团总部坐落于深圳）。公

司在全球拥有200多家分销商，产品远销美国、

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香

港、澳门、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和地区，是中国水

行业中矿泉水出口量较大、发展速度较快的企业

之一。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4.百岁

PAGE  26

据2017年3月份饮水市场数据显

示，瓶装水六大巨头占据近8成市场

份额，百岁山全国布局，以9.2%的市

场份额打破水行业格局，排名由2016

年的第五强势上升至第四。早在2011

年，中国饮料工业协会首次发布中国

天然矿泉水10强，百岁山排名行业第

一。自2009年开始，“百岁山天然饮

用矿泉水”至今已连续9年稳坐国内

天然矿泉水市场头把交椅，且出口量

蝉联饮水行业第一。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5.娃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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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娃哈哈集团成立于1987年，前身为杭州

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从3个人、14万元借款

起家，现已成为世界上产量第五大、中国最大的饮

料企业。在全国28个省市建有56个基地，140余家

分公司（除北京、西藏、海南、港、澳、台外），

总资产224亿元，拥有员工26000余人，投资100多

亿元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引

进330余条世界一流的自动化生产线，2009年将形

成年产1300多万吨的产能，主要生产饮用水、含乳

饮料、碳酸饮料、果汁饮料等8大类100多个品种。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资料来源：公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娃哈哈工作业务分布图



娃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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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8年5月10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

品牌价值百强榜”显示，娃哈哈以450.73亿

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37位！此外，娃哈哈位

列食品饮料行业第一。前6名的食品饮料行业

企业分别是娃哈哈、伊利、海天、蒙牛、双

汇、温氏。

据娃哈哈财报数据显示，2013-2016年，

娃哈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782.8亿元、720亿

元、494亿元、529亿，直至2017年，营收缩

减至456亿元，5年营收缩水超300亿。

 为全球商业领袖提供决策咨询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整理



05 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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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然矿泉水成主导产品 2.高端水市场发力

3.瓶装水功能化日趋显现

4.家庭瓶装水消费将持续上升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顺应“天然、营养、无公害、绿色”

的消费趋势，天然矿泉水作为最佳健康饮

用水，必然成为人们的首选，天然矿泉水

也必将成为我国饮用水市场的主导产品。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健康保健意

识的不断增强，消费者正逐步向大众天然矿

泉水和高端水消费升级。由于高端水利润相

对较高，各企业纷纷入局高端水市场，未来

中国瓶装水行业将进行第二轮洗牌，根据目

前国内瓶装水企业的战略布局，景田百岁山、

昆仑山等高端品牌的销售快速增长，从而带

动市场份额的上升，集中化向高端水市场进

攻，从而使高端水市场发力。
在成熟的瓶装水市场中，除矿泉水占比高、

高端水市场相对发达外，另一个特点是细

分产品丰富，发展出如气泡水、母婴水、

医疗矿泉水等功能性产品以迎合不同消费

需求。目前，我国瓶装水市场种类单一，

仍以满足基础的解渴需求为主，功能性瓶

装水市场处于空白。未来，瓶装水功能化

将日趋显现。

随着消费的升级，人们健康意识的提

高，使得家庭瓶装水的快速发展。

2018年伊始各饮用水巨头便便纷纷布

局家庭饮用水市场，推出各种新品。

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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